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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讯 近日，滕州市官
桥镇教委聘请滕州市红十字
会专家对全镇校医和班主任
进行初级救护培训。

本次培训课邀请了滕州
市红十字会卫生救护培训中
心的讲师为教师授课，讲解了
现场急救、心肺复苏、呼吸道
异物的排除方法、创伤救护、

止血、等基本理论知识，又用
模特为老师们进行了现场直
观的急救示范。

通过培训，让老师们真正
掌握了急救知识，提高了老师
们的急救技能，使自救互救能
力得到普遍提高，以不断增强
应对突发意外的自救互救能
力。 （朱广伟）

官桥教委聘请专家开展初级救护培训

滕州讯 滕州市南沙河
中学充分利用规范养成教育
活动契机，对学生进行习惯
养成教育，特别注重和安全
工作紧密结合。

利用升旗仪式后国旗下
讲话时机，对学生进行习惯
养成教育和安全教育。安全
办、政教处组织学生进行行
为规范养成和安全教育专题
会。除开好每周一节安全主
题班会、上好一节安全教育
课外，班主任从早读到晚寝
全程跟踪式教育，着眼小

处，抓好细节，培养学生安
全意识和遵规守纪习惯。发
方 《安全伴我成长》 教育读
本，班主任辅导学生自学安
全常识。经过精心组织、周
密安排，进行了一次安全疏
散演练。提高了学生安全意
识和逃生避险能力。校无小
事，处处是教育，通过一系
列规范要求，既对学生进行
了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又
加强了学校安全保卫工作，
使学生能够平安快乐、健康
成长。 （王宝亮）

规范学生行为习惯 强化安全教育

滕州讯 9.8~9.14 日又是
校园普通话推广活动周，为加
强和谐、文明校园文化建设，
官桥镇轩辕小学围绕这次推普
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活动：利用国旗下讲话对
全体师生进行倡议动员；各班
级召开主题班会进行推普宣
传，诗歌赛，讲故事等活动开

展的十分热烈；同时我校也利
用广播站、黑板报等宣传教育
平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我校
师生进行普通话推广教育。

此次推普活动不仅增强了
师生之间的语言规范意识，提
升了师生的普通话水平与规范
汉字书写能力，也丰富了师生
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倪培鲁）

讲普通话 写规范字 做正直人

滕州讯 新学期伊始，
界河镇丁庄小学高度重视
校 园 安 全 管 理 ， 立 足 实
际，加强教学楼楼道安全
管理，确保校园安全。学
校要求学生在出操、上下
课 、 集 会 等 上 下 楼 梯 时 ，
适当错开时间，分班逐次
下楼，并进行校园行走演

练。明确安全责任，安排
值日教师在楼梯间负责维
持秩序，管理学生；要求
各班主任、任课教师担负
起对学生进行安全管理和
教育的责任；定期组织人
员检查楼道、楼梯的各项
设施、设备，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辛龙）

界河镇丁庄小学加强楼道安全管理

滕州讯 开学以来，界河
镇中心幼儿园坚持安全第一，
重视孩子行为安全，开展了

“安全伴我行”教育活动。各
班老师精心设计了许多安全
教育活动。通过看图片，讲自
己的安全故事、认识安全标志
等多种形式，帮助幼儿了解安
全方面的许多知识，深入浅出

的把简单的防护知识传授给
幼儿，让幼儿在日常活动中更
好的保护自己。教师们还带
领幼儿来到户外，进行了户外
活动中的安全教育，在愉快的
游戏中帮助幼儿安全行为的
形成。同时组织家长签订了

《交通安全承诺书》，共同呵护
孩子安全。 （颜洪甜）

界河镇中心幼儿园安全伴我行

滕州讯 “学校安全事关社
会稳定，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与
安宁”。9 月 8 日下午 4 点 05
分，一阵急促的火警警报声拉开
了“安全疏散演练”活动的帷幕，
听到警报声，各位老师立即到达
指定岗位，指导学生快速疏散，
教师带领学生弯着腰、猫着步，
捂住口鼻，沿着学校指定楼梯口
快速前进，有序撤离到学校操场

的安全地带，随即班长清点人
数，并层层向上汇报。

这次消防演练活动的顺利
完成，强化了寄宿生的安全意
识，使抽象的安全演练变成具体
的实战演习，使学生们基本了解
了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措施，大大
增强了安全意识与自护自救技
能，也切实加强了学校的安全教
育工作。 （王宝亮）

南沙河中学开展安全疏散演练活动

滕州讯 为扎实推进学
校秋季安全教育，加强学生安
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
自救能力。近期，滕州市善南
街道善国苑小学深入开展秋
季校园安全“珍爱生命 健康
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利
用国旗下讲话、晨会、主题教

育队会、黑板报专刊等多种形
式，对全体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宣传活动。随着安全教育活
动的深入开展，树立了全体师
生的秋季安全意识，提高了自
护自救能力，为创建平安、和
谐、文明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刘玲莉）

善国苑小学：珍爱生命 健康成长
近日，山亭区北庄镇东庄小学3-6年级同学们开始了为期一

周的军训生活。同学们在驻地部队教官的带领下正在进行严肃认
真的队列训练。每天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学生的体能、组织纪律
和意志品质都将取得较大的提升。 (张继云 张波 摄)

本报讯 9 月 10 日至 11
日，2016 年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 （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简称PETS）在枣庄经

济学校举行。这是该校连续17
年举办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全市
共有两千多人报名参加。

（贾传玲）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在枣庄经济学校举行

本报讯 9 月 14 日 上
午，枣庄职业学院在运动场隆
重举行2016级高职新生军训
汇报大会。枣庄技师学院党委
书记牛佳棠，副书记、副院长
王洪龄，副院长陈力出席大
会，各系（院）、有关处室主
要负责人等在主席台就坐。
2016级全体高职新生及辅导
员、班主任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庄严肃穆的国歌
中拉开帷幕，各连队依次迈
着整齐的步伐通过主席台接
受检阅。在军训中成绩突出
的五个连队分别进行了新生
训练科目成果汇报，整齐的

步伐、标准的动作、嘹亮的
口号、昂扬的斗志体现了同
学们良好的精神风貌，赢得
了全体师生的阵阵掌声。主
席台领导为获奖的先进连队
和优秀学员代表颁奖。新生
代表和辅导员代表分别发
言，号召同学们珍惜在校时
光、提高能力、苦练本领、
立志成才。

牛佳棠书记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对同学们在军
训期间及成果汇报中的表现
给予了充分肯定。牛书记指
出军训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
要环节，是激发爱国热情、

增强国防观念的重要举措。
希望同学们把在军训中培养
的好作风、好传统、好思想
带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去，为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
打下坚实基础。作为长辈和
师长，牛书记给同学们提出
了三个嘱托和要求：一要认
认真真地学技艺，二要踏踏
实实地做真人，三要健健康
康地过日子。希望大家牢记
责任与使命，谨记家长与亲
友的嘱托，珍惜人生中最美
好、最宝贵、最绚烂的青春
时光，努力成为报效祖国的
栋梁之才。 （姜军）

市中区红旗小学近年来实
施的“开放式课堂小组合作学
习新模式”，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百余所学校数千名教师
到校参观学习。

在新课程有效课堂教学改
革中，红旗小学明确提出了

“立足教科研，在发展中创
新，在创新中求发展”的新理
念。努力探索以科研为先导，
向教科研要质量的办学新思
路，使教育科研成为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推
进学校教育发展的内动力，从
而学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办学
活力，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
声誉。

国家“十一五”重点实验
课题“新课程有效课堂教学策
略研究”落户红旗小学。红旗

小学秉承以幸福教育为追求，
让每位学生都幸福起来的核心
理念，积极实施有效课堂教学
改革，以“先学后导—问题评
价”有效教学模式为引导，率
先开展问题式小组合作学习新
模式研究和探索，从全新的视
角，全过程关注学生自主学
习、合作探究，以问题发现生
成解决为主线、以问题评价为
手段、以任务驱动为问题解决
途径颠覆传统课堂教学，成功
地构建了“先学后导—问题评
价”下的“开放式课堂小组合
作学习新模式”。“教师让出
来、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
来”新颖的课堂教学模式，使
原来沉闷枯燥的课堂焕发出勃
勃生机，课堂教学真正成为具
有现代教育意识和模式，师生

共同成长的生态课堂、自主课
堂。

课堂教学实现了由知识传
递型向知识建构型的转变，由
教师支持型课堂向学生支持型
课堂的转变。其中最显著特点
之一就是由“教”的课堂向

“学”的课堂转型，由“知识
传授”向“教师导学”、“问题
导学”教学方式的转变。

在教学形式上打破了传统
的“秧式座次”排排坐的形
式，实行小组合作学习。全班
学生在自由组合的基础上，按
学习程度稍加均衡，分成7至
8 个小组，每个组大约 8 至 9
人；每个小组都设计有自己的
组徽、组训，既有奋斗目标、
小组口号；倡导激励办法，形
成了一个密不可分、互帮互

学、共同进步的学习共同体。
实施“四五五”有效课堂

教学操作模式。就是在“问题
生成+解决+拓展”课型的基
础上，又将其进行细化，即把
问题生成课分成“预习—发现
—合作—生成“四个环节；把
问题解决课分为”回顾—呈现
—归纳—记忆—小结“五个环
节；把问题拓展课分成“展示
— 整 合 — 训 练 — 探 究 — 竞
赛” 五个步骤。第三，实现
教师的备课最优化和有效性。
学校为每位教师创建了电子教
学文件夹、备课文件夹和纸制
教学文件夹、备课文件夹，并
实施 “一减三增五环节”的
活页备课改革：“一减”就是
减少教师在备课中的重复劳
动，实行集体共备与个体修订

相结合，并循环借鉴使用的备
课新模式；三增”即增加学情
分析，增添导读单、问题生成
—解决单、问题训练单，增加
备课附页，充分体现备课的生
活化、实效性。“五环节”，即

“集体备课—师生共备—个体
修 订 — 灵 活 运 用 — 存 档 备
用”，真正实现“师生共备、
循环精备”的新课程有效备课
模式。

红旗小学在新课程有效课
堂教学改革的道路上走出了坚
实的一步，成为师生互动、心
灵对话的舞台，为师生舒展灵
性、张扬个性提供了发展的空
间。新的教学模式重视发现和
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的意识，
努力拓展学生的思维，全面提
升了学生的学习力。

科研引领 助推学校特色发展
种道法 张立超

在枣庄城北卓山脚下有
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团结协
作，乐于奉献；他们孜孜以求，
兢兢业业；他们不知疲倦，无
怨无悔;他们艰苦创业，不甘
落后……几十年风雨兼程，在

“兴德尚雅”旗帜的引领下，只
为守着这一方教育净土，这就
是枣庄市市中区中兴小学教
师团队。

团结务实，共同奋进
这是一支沧桑而“激情”

的队伍。说他们沧桑是因为：
中兴小学是一所九十多年的
老校，自 2003 年 9 月 1 日，枣
庄煤矿职工子弟小学移交枣
庄市中区人民政府管理，校名
更 改 为 市 中 区 中 兴 小 学 。
2009 年 2 月 10 日，枣庄矿业
集团实验小学 1—5 年级的
500余名师生，整建制迁移到
市中区中兴小学，中兴小学经

历了历史的洗礼。说他们“激
情”是因为虽几经整合变迁，
全体教职工却牢牢记住：教育
无界，爱无疆。中兴小学秉承
传统，创新发展的脚步一刻未
停，团结奋进，共同努力，时至
今日发展为 30 个教学班，教
职员工 94 人，在校学生数已
由 300 多人发展到今日的近
2000人。

与时俱进，科学地位
这是一支成熟而“年轻”

的队伍。说他们成熟是因为：
全体教职工平均年龄在为 44
岁，教职工年龄最大的有 53
岁，低于四十岁的教师有 5
人。说他们年轻是因为：成立
的科研教研团队时间短。随
着时代的进步，中兴小学深刻
的意识到，没有思路就没有出
路。因此，近年来，这支队伍
围绕着“兴雅”教育，一直在摸

索着，前进着，逐步构建了“以
趣导学，以雅修身”的教育教
学理念与课堂教学模式。在

“兴雅”教育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兴趣为
主导，以师生为根本，促进共
同发展”的管理思路，形成了

“兴雅修身”的精神与行为并
举的兴雅管理文化。确定了

“兴德致远 雅行天下”的校
风。并着力培养有兴致、有道
德修养的人，以静思反省来使
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来
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通过
兴趣和德行使自己的志向明
确坚定，持兴厚德为实现远大
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在中
兴小学学到扎实的文化科学
知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思
想道德高尚，综合素质优良，
男同学风度翩翩，女同学贤淑
端庄，全校师生自然勃发出儒

雅之气，无论走到哪里都拥有
中兴小学的培养烙印，成就精
彩幸福的人生，成为国家各行
各业欢迎的人才。

植根教育，立足课堂
这是一支勇于创新的队

伍。在课堂教学中，他们认为
课堂是学生自我发展的主要
阵地，必须要最大限度的把课
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动起来，
让课堂活起来。学校在不断
领悟新课改精髓，在不断地实
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提炼，逐
步构建了具有中兴小学特色
的“五疑式”教学模式。建立
以自主发现、问题前置、课后
拓展为基础、以小组探究为过
程、以教师隐形调控为形式、
以全员对话为主体的学习机
制，培养学生自主发现、探究
和进行对话、感悟的能力，促
进学生、师生间的思维碰撞、

知识融合和情感互通，促进学
生和文本之间的深度对话，开
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将雅言雅行教育
方面的内容固化到课程中，做
到雅行教育常态化，系统化：
语文课程四环节“课前雅诵、
课中雅学、课间雅行、课外雅
趣”；数学课前5分钟“雅言小
口算”；师生“雅言雅语”征文
比赛等。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他们
没有雄才伟略，只有一颗真诚
向善的心；没有丰功伟绩，只
有一个“兴雅前行”的梦想；没
有功标青史，只有一个最本真
的愿景。他们团结自律、无私
奉献，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广
大家长发自内心最真诚的微
笑，他们只是千万教师中的一
支队伍，却让人感到无比的骄
傲和自豪！

凝心聚力共奋进 兴雅引领促发展
——中兴小学教师团队工作纪实

黄崇杰

薛城讯 近日，薛城区
实验小学隆重举行新学期开
学典礼暨养成教育动员大会。

校长胡夫岭作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他和全体师生共
同回顾了上学期的奋斗历
程，重温了学校文化，带领
师生共同宣读了学校誓词。
他向全体同学提出三点要
求：一要有一个明确的学习
目标，二要有一个好的学习
方法，三要有一个认真的态
度。他寄语全体老师要站在

新的起跑线上认真审视自
己，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
学期的工作中去。学校德育
处和教导处对新学期学生文
明行为的养成性教育和学生
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分别
提出了明确而具体要求。

开学典礼不仅预示着新
学期的开始，也预示着新征
程号角的吹响，让广大师生
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
去走迎接新的挑战。

(孙中兴)

薛城实小新学期举行养成教育动员大会

市中讯 新学期第一天，枣
庄九中2016级新生迎来了高中
生涯第一课——军训。

早上8点整，学校在操场举
行开训仪式，由学校政教处主任
张同舟主持。高一级部主任潘
新毅宣读了军训纪律，政教处副
主任孟祥忠宣读了优秀中队及

先进个人的评比办法，最后，赵
兴武校长对参训学生做动员讲
话。

尽管天气比较炎热，但同学
们的热情不减。开训仪式结束
后便积极投身训练之中，精神抖
擞地参与到了各个项目训练当
中。 (焦永生 高明）

开学第一课枣庄九中2016级新生军训

英姿飒爽秋点兵 学子开启新征程
枣庄职业学院举行2016级高职新生军训汇报大会

滕州讯 9 月 9 日上午，龙
泉街道办事处联合派出所、食药
所、安监办、消防中队、教委办等
多个部门组成安全检查组，在办
事处副主任于志明的带领下，到
中心幼儿园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食堂，
对食堂的设施设备、原料采购与
贮存等进行了细致地检查。随

后检查组又深入到幼儿教室、警
务室等重点部位，检查了疏散通
道、出口标志等。

在听取了园长工作汇报后，
检查组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于志明强调,幼儿
园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
幼儿园安全稳定。

(颜丙淑 张慧)

龙泉街道联合检查组到中心幼儿园安全检查

滕州讯 为更好地做好新
学期的安全工作，学校在9月9
日下午召开了安全工作全体教
职工会议，市教育局安监中队杜
厚刚队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厚刚队长用事例深入浅
出的阐述了六个安全管理新理
念，他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学
校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褚杰校长在会上总结回顾
了上学期我校安全工作，他指出
本学期学校安全工作将认真落
实好“一岗双责”责任制，继续扎
实开展好各项工作。杜俊副校
长主持会议，他就如何落实好会
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当场层层签订各岗位
安全责任书。 (孙继涛)

墨子中学举行安全工作会议

市中讯 为增强教师教书
育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
誉感，9月7日下午，在第32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中区
建设路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在
学术报告厅举行宣誓活动。
全体教师在领誓人梁克光校
长的带领下，右手举拳，面

对国旗，庄严宣誓：我宣誓
——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无限忠诚于人民的教
育事业！用爱谱写最瑰丽的
诗篇！

建设路小学把此次教师
宣誓活动，作为教师职业理
想教育和师德建设的重要载

体，引导广大教师坚定教师
职业信念和职业操守；引导
广大教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为人师表，立
德树人，做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的好老师。 （胡安锋）

建设路小学：举行宣誓仪式 争做最美教师

峄城讯 为切实加强学校
安全工作，杜绝因安全隐患引
发的安全事故，9 月 12 日上
午，枣师附小在校长李天翼、
副校长邵明的带领下，全体行
政办公会成员对校园进行了
全面的安全大排查。

排查小组本着“查找问

题、解决问题、消除隐患”的指
导思想，重点就多媒体用电、
教室及校园悬挂物、消防设
施、教学楼栏杆、运动设施等
进行了全面、细致检查，并认
真做好记录；学生工作处还结
合班主任老师填写的教室安
全隐患自查表，对排查出的问

题隐患进行了集中梳理。学
校领导对排查出的问题，现场
办公，明确任务、责任到人，限
时整改，确保不漏一处隐患，
不留一处死角，确保师生生命
安全。学校还将通过举行安
全教育，号召人人参与，切实
打造平安校园。 (孙守民)

排查安全隐患 打造平安校园


